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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召开2015年度财务决算会议 
      

12月 22日，集团公司在 13楼会议室召开了 2015年度财务工作会议，集团

公司总经理周新波、总会计师王爱国出席会议，各权属单位分管财务负责人、总

会计师、财务部门负责人、会计主管及预决算报表编制人共计 60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周新波总经理做了重要讲话，对 2015年度财务工作予以肯定，指出

财务工作需要由传统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变，积极参与集团管理工作，同时对财务

工作人员提出五点要求:一是要做好基础工作，做到敬业、好学、心细；二是要

严格财经纪律，按制度办事坚持原则，做好税法学习和应用；三是加强协调，注

重内外部日常协调工作；四是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强化自身修养；五是要财务创

新，运用好上市公司平台，积极筹措资金，保证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会议传达了高速集团计划财务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了公司 2015年度财务决

算工作、2016 年全面预算工作、资金管理工作和税务工作，并聘请审计事务所

专家对对年报审计注意事项作了讲解。 

 

集团公司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 
     

12 月 1 日下午，集团公司在十三楼会议室召开了安全生产专题工作会。张

保同副总经理主持会议，各权属单位分管安全领导及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参会。 

    会上传达学习了山东省政府一系列安全文件精神，动员部署了安全生产隐患

大排查快整治集中行动活动。张保同副总经理作了总结讲话，要求重视安全内业

管理工作，积极做好迎接上级年度考核准备；春节前各单位分管领导带队检查所

有在建项目；同时对明年工作进行了初步安排。 

 
集团公司举办现场技术交流会 

     

11月 30日至 12月 1日，集团公司技术中心组织权属单位技术骨干到海外

公司淮南淮上淮河公路大桥工地进行了现场技术交流会。集团公司田军祯副总经

理出席会议，对本次会议给予了充分肯定，要求会后对项目上的具体问题进行详

细论证，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提出更详细意见和措施，及时反馈给项目部，以

便指导现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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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摩会上，与会人员观摩了施工现场，对围堰下沉和砼封底等一些技术方案

进行研究探讨，提出多种合理化建议，同时进行了施工经验介绍，达到了经验交

流、技术共享的预期效果。 
 

阿尔及利亚提亚雷特省省长视察阿尔及利亚RTT铁路项目 
     

12月 9日，在项目业主国家铁路投资管理局负责人 ABBAS Mouloud先生的

陪同下，阿尔及利亚提亚雷特省长 BENTOUATI Abdessalem先生率省交通厅、国

土厅、公共安全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到阿尔及利亚 RTT铁路项目视察工作，并

在营地会议室召开现场协调会议。 

    会议中，省长充分肯定了公司 RTT铁路项目的施工进展，并希望公司再接再

厉，继续加快施工进度；并重点了解 RTT铁路项目工程进展情况和目前项目存在

的困难，要求省政府各部门要为 RTT项目创造良好的外部施工环境，尽快解决管

线迁移及土场征地等问题，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阿尔及利亚公共工程部部长特使到MASCARA连接线项目指导工作 

 

12月 2日，阿尔及利亚公共工程部部长特使珐琋（faci）一行莅临阿尔及利

亚MASCARA连接线项目部营地检查指导工作。 

珐琋特使在听取了项目工作汇报后，来到项目试验室和项目拌合站进行观摩

指导，详细询问试验室、拌合站目前的运行情况，对试验仪器和拌合站设备的品

牌和使用年限、使用次数等具体细节进行记录。 

    检查结束后，珐琋特使在营地会议室召开检查总结会，对项目现在的各项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举止言谈中表达了对公司施工能力的信任和对项目顺利完工

的期许。 
集团公司两项公路工程团体标准通过立项审查 

 

12月 24日，中国公路建设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公路工程团体标准立项审

查会议。经过专家组审查、讨论和质询，集团公司主编的“沥青路面现场热再生

技术规程”和“沥青路面厂拌热再生技术规程”两项公路工程团体标准顺利通过

立项审查， 成为中国公路建设协会立项的首批团体标准。 

两项标准的立项，实现了集团公司的沥青路面现场热再生技术和沥青路面厂

拌热再生技术向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的跨越，标志着集团公司再生施工工艺

在同行业中走在了全国前列，为集团公司今后在该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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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两项科技成果通过鉴定验收 
 

12 月 25 日，济南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在济南主持召开科技成果鉴定会，

集团公司申报的“沥青路面现场热再生一体机研制”、“蒙山天蒙旅游区人行索桥

施工关键技术研究”两个课题顺利通过鉴定验收。经鉴定验收委员会审查、讨论

和质询，一致认为课题组所研究的成果均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应用前

景广阔，总体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集团一管理创新项目获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创新成果二等奖 

 

近日，集团公司《以自主开发为基础的施工企业全方位信息化管理》课题获

得全国交通运输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 

近年来，公司高度重视管理创新，以创新管理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基础，鼓

励管理创新项目，注重项目成果实施和项目经验推广。该项目继获得第二十九届

山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之后，又被推送至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

主办的全国交通运输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评选活动，并在 283 家企业 302

个项目中脱颖而出。 

集团公司获一项部级工法 
 

近日，从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获悉，集团公司钢桁拱桥单向全悬壁施工工

法荣获公路工程工法(部级工法)。 

 
集团公司获青岛市大沽河治理工程建设优秀企业 

 

近日，集团公司荣获青岛市大沽河治理工程建设优秀企业荣誉称号。 

集团公司承建的大沽河堤顶道路路面及跨支流桥梁工程，内容包括 217.5km

路面结构层铺筑及新建 13座跨支流桥梁。在大沽河治理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

积极主动协调各方关系、精心组织工程施工，克服了资金压力大、交叉施工干扰

大、工程线长点多面广等诸多困难，严格规范施工行为，确保安全、环保、质量、

进度始终处于受控状态，得到了各级领导部门的高度好评。2014年 12月 29日，

完成了胶州段的验收交接；2015 年 1 月 7 日，完成了莱西、平度段验收交接；

2015年 1月 14日，完成了即墨、红岛段验收交接，全线的验收交接工作圆满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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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举办第一届职工乒乓球比赛 
 

12 月 26 日，集团公司成功举办第一届职工乒乓球比赛，来自 17 支代表队

的 12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比赛过程中，运动员们挥汗如雨、顽强拼搏、协力合作，展现出路桥职工良

好的精神风貌。最终，市政工程公司勇夺冠军，桥梁工程公司获得亚军，再生研

究中心获得第三名。本次比赛为广大职工提供了一个切磋技艺、互相交流的平台，

也为集团公司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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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桥建材公司获省预拌混凝土5A级信用企业 
 

近日，在山东省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组织开展的 2013-2014年度山东省预

拌混凝土信用企业评价”活动中，鲁桥建材公司喜获 5A级信用企业荣誉。（鲁桥

建材公司） 

 
龙青高速公路项目开工建设 

 

12月 29日，龙青高速龙口至莱西段项目高格庄互通立交顺利浇筑完成全线

第一棵钻孔灌注桩，标志着龙青高速施工正式拉开了帷幕。 

龙青高速起点接荣乌高速龙港南枢纽互通立交，终点接龙青高速青岛段，路

线总里程 66.8公里，工程造价 24.68亿元，工期 36个月，包含路基填方约 786

万立方，结构物混凝土用量 48万立方，钢筋用量 4.2万吨，钢绞线用量 4000吨。

（鲁桥建设公司） 

 
阿尔及利亚提亚雷特大学组织师生参观阿尔及利亚RTT铁路项目 

 

12月 10日，阿尔及利亚提亚雷特大学组织土木工程系师生代表，在项目业

主（ANESRIF）负责人、监理负责人等陪同下，到阿尔及利亚 RTT 铁路项目参观

学习。提亚雷特大学师生代表详细了解了公司发展历程、企业文化及工程业绩等

情况，并参观了项目施工现场。（海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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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岘港高速公路项目完成现场营地基建工作 
 

11月 23日，越南岘港至广义项目 A2标段完成现场营地办公及住宿区基建施

工，内部装修及场地平整等收尾项目将于本月底全部完工。 

为在雨季到来前完成现场营地施工，项目部与当地政府及居民密切沟通，获

得了当地民众的认可与信任，确保了营地建设顺利进行，同时，沥青与混凝土拌

和站基础结构已经完工就位，为开展下一步现场施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海外

公司） 

 
山东高速CRTSⅢ型高铁轨道板项目基础工程正式开工 

     

11月 19日，山东高速 CRTSⅢ型高铁轨道板项目钢结构厂房基础开挖，正式

拉开了项目开工建设的序幕。 

     该项目建筑总面积 30262.5 平方米，造价 1000万元，工期 45天，主要工

程包括厂房基础、水养池、张拉窑等建设。（设备制造公司） 

 
青岛金水路高架桥打通环湾立交工程项目实现主线通车 

     

11月 18日，公司承建的金水路高架桥打通工程环湾立交工程的重要施工节

点——环湾大道东侧匝道实现通车，也标志着青岛市市区继香港路之后的第二条

东西交通大动脉——金水路实现了主线贯通。 

    金水路高架路起于中华路，跨越环湾大道后由东西两侧匝道与环湾大道连接。

该路段施工难度较大，一直备受关注，需要穿越两处铁路线，还涉及到重要管线

迁改和环湾大道的交通调流。本次新通车的金水路高架路西起环湾大道东侧两处

匝道，东至中华路，全长 1.7 公里。高架路标准段为双向六车道，主桥限速 60

公里/小时，匝道部分为 40公里/小时。（鲁桥建设公司） 

 
包头市巴彦塔拉大街道路改造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11月 30日，包头市巴彦塔拉大街道路改造项目竣工验收会议正式召开。会

议由业主方代表翟海峰主持，参建各方项目负责人及包头市质监站的领导都参加

了本次会议。 

    会上，参建各方负责人及包头市质监站对本项目结构外观、试验资料和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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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都进行了检查，同意对包头市巴彦塔拉大街道路改造项目进行竣工验收。（市

政工程公司） 

 
德商高速鄄荷段交安工程提前胜利完工 

    

12月 18日,由交通工程公司承建的德商高速鄄荷段交安工程完工。 

该工程自 10月 4日开工以来，项目克服工期短、任务重、交叉施工干扰多、

恶劣天气等困难，严格工程质量和进度，提前完成了全线护栏、标志、声屏障、

标线、隔离珊工程，为省委、省政府下达的德商高速鄄荷段年底通车任务做出了

突出成绩。（交通工程公司） 

 
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MASCARA连接线项目试验桩灌注成功 

12月 19日， 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 MASCARA连接线项目在 pk20大桥

成功完成试验桩灌注，为下一步的桥梁施工打下坚实的基础，掀开项目在阿尔及

利亚施工的序幕。（海外公司） 

 
设备制造公司举办消防安全培训 

 

12月 3日，设备制造公司在章丘产业园举办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培训邀请济南政安防火技术有限公司安全培训专家，就消防日常检查、疏散逃生、

火灾预防、应急处置、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等基本知识进行了讲解，并用各地火

灾案例警示职工，要重视消防安全，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发生。（设备制造公司） 

 
菏泽中南世纪锦城项目部署冬季施工工作 

 

11月 22日，为保障项目冬季施工顺利进行，菏泽中南世纪锦城项目召开会

议，部署冬季施工工作。一是落实冬季施工领导小组职责，细化方案，严控过程。

针对菏泽地区冬季施工的特点和要求，制定切实有效的施工措施，做到严把关，

重过程，看结果。二是做好冬季施工技术管理措施、防火措施和冬季施工安全文

明措施；做好冬季施工材料和机械设备保养维护工作，合理调配工、料、机的投

入；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冬季安全教育培训。三是科学管理，结合劳务队伍科学配

备各种资源，减少不必要的投入与浪费，确保效益最大化。四是防微杜渐，消除

隐患，严控工程安全质量，不强干、蛮干。（建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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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没有硝烟的疫情战 
 

就在2013年元宵节前一天，霍乱疫情不幸降临到安哥拉赞谷项目。从2月 23

日到 26日，两天之内赞谷项目相邻项目近 60名员工因疑似霍乱被送到医院，其

中一例死亡，形势显得更为严峻。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路桥股份赞谷项目

主动出击，迅速确定了抢救病人、防止疫情扩散和稳定队伍三项工作目标。 

自 2 月 23 日第一项目部发现霍乱疫情，项目部连夜召集部门负责人开会，

并且去安工营地和中工营地排查工人身体状况，确定了无疑似病例。第二天一早

安排专人将项目部可疑疫源生活用水彻底更换，并针对饮食，用水，住宿环境进

行彻底清洗和消毒并全面的展开了调查。针对人员流动较大的区域进行重点消毒，

车辆出车回来后，安排进行彻底的消毒清洁工作，在短暂的时间内，有效的阻断

疫情的蔓延。每天早晨 6:30，安排宿舍长和安工管理员上报工人身体状况和体温

表，直至警报解除。 

2 月 26 日下午，第二项目部新疆北新一例安籍疑似病人死亡，形势再次危

急起来，项目部再次连夜开会共抗霍乱的工作部署。一方面要求及时张贴霍乱宣

传资料，让工人对霍乱有科学的认知，并安排专人讲解霍乱预防知识，安抚稳定

情绪；一方面对生活办公区消毒杀菌，统一更换纱窗，预防蚊虫；统一修葺排水

沟，防止积水;统一对饮食卫生进行重点预防。 

受此次疫情影响，安哥拉籍工人的恐慌情绪较为严重，办公室紧急协调，迅

速组织为安哥拉籍工人发放工资，安排护送想回家的安哥拉籍工人离开可疑疫区，

防止了安哥拉籍工人可能发生的骚乱，将现场情况合理的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稳

定了项目部的安全情况。安籍工人大量返乡，人数由高峰时期的 146 人，减至

56 人，施工进度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现场施工，项目部组织职工在以后每个

周末的两天时间里，在保证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其余全部人员都要上工地劳动，

追回落下的工程进度。参加劳动的职工都积极响应，热情高涨，意识到本次活动

的重要性，挥汗如雨，干劲十足。 

恰逢雨季，沟槽回填时底部闷热无风，特别是头顶还悬着大大的太阳，不超

过半小时大家已经汗流浃背，但是所有人都不喊一声累，继续任汗水挥洒，手上

磨出水泡也不退缩，终于弥补上了未受疫情影响的工期。 

四月份，霍乱疫情警报解除。项目部无一人感染，打赢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受到通报表彰，展现了山东高速人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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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霍乱不可怕，只要齐心协力，措施得当，定能取得胜利。这也是山东

路桥文化的精髓所在，相信假以时日，实现”中国高速梦“不再遥远。（海外公

司 冯强） 

 

平凡的铺路石 
 

在远离闹市、身处偏远的山岭沟壑中，有一群顶骄阳战酷暑，冒风雪斗严寒

的路桥人，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诚为本，努力奋斗，披星戴月，兢兢业业，如一颗

颗的筑路石铸就成雄关漫道。王龙飞，就是这众多铺路石中的一颗，在平凡的岗

位上默默奉献着青春与智慧。 

王龙飞，现任路桥股份鲁桥建设公司中心试验室的试验员。2010年毕业后，

他直接被分配到条件非常艰苦的四川项目试验室，试验检测工作需要知识面广，

经验足且需要熟练多种操作技巧。他为了尽快提升工作能力，适应工地的工作环

境，早日达到工作要求，除了平时工作中奋斗的身影外，吃饭时也和同事们真诚

地探讨操作规范化、数据精确度等重难点问题。在项目部“比学帮超”的氛围下，

他利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练习操作试验仪器，熟悉试验参数，掌握试验材料的性

能等，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 

由于他对工作的热情和用心，很快就成为了试验室的骨干，挑起试验室的大

梁。工作中他一丝不苟，有一次为了测得最优配合比，他在项目部、总监处、科

研机构之间，试验报送复验再试验再报送再复验，这样来来回回做了四遍直到满

意，为项目节约了大笔资金。为了让现场集料的级配达到最优质的状态，他还深

入研究砂石料厂的破碎技术，并和集料厂家讨论，争取进入我们料场的集料是最

佳状态。每逢春节，王龙飞总是主动要求留守工地试验室，记得 2012年正月初

四初五两天，因项目需要，工地上陆续来了二十多车六百多吨沥青，本着沥青一

车一检的原则，他自己连续工作 16个小时，坚持检测完了每车沥青的三大指标。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带动下，试验室的试验数据复检准确率达到 10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2014 年 7 月，王龙飞代表公司参加了

济南市第一届公路水运试验检测技能竞赛，取得了济南市第二名的成绩，并代表

济南市试验检测人员参加了山东省的决赛，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获得了“山

东省交通工程试验检测技术能手”称号。 

点评：王龙飞是众多年轻集团公司路桥技术人员的一员，在试验检测的岗位

上，甘做公司畅和之路的筑路石，默默实践着爱岗敬业的主旋律，虽平凡，但光

茫耀眼。（鲁桥建设公司  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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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路工老牛的“傻气” 
 

2014 年，当人们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悦之中时，一场大范围的雨雪冰冻

降温天气席卷了山东，刺骨的寒冷中，老牛却始终奋战在道路除雪防滑的第一线，

他身穿橘红色标志服，头戴标志帽，像一棵棵屹立不倒的青松，狂风吹不倒，大

雪压不垮，用昂扬向上的勃勃生机指引着人们平安出行的方向。 

路面日常养护巡查，有些人觉得没有技术含量，甚至有人曾嘲笑老牛，说那

是傻子才愿意做的事情,但他总是笑笑，然后继续他的工作。然而，正是他多年

的工作积累，为道路养护工作提供了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使很多问题得到了第

一时间的解决。对互通立交进行日常巡查，不但要巡查各条匝道，而且还要绕到

其他路段掉头，巡查一次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一些隐患不易被发现。老牛在完成

所辖路段维修巡查之余，主动承担起了互通立交的巡查工作，老牛每次上路维修

及检查都很细致，不放过任何一处死角，每个隐患都会及时被发现，并得以即刻

维修。 

抢修交通事故损坏的路产，是养护人员日常工作的内容之一。处理此类问题，

虽没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但却有较强的时效性。五月的一天，正准备去打午饭的

老牛，手机突然响了，电话中路政人员急切地向老牛简述了交通事故桩号及类型。

原来管辖路段发生了两辆大货车因抢道相撞的事故，货车撞坏多节波形护栏后，

车头被护栏板死死的卡住，车身横在路上，车上货物撒满路面，道路交通被迫中

断。老牛挂上电话后立刻赶到事故现场，第一时间调来了氧割机将波形板、立柱

切断，方便救援吊车作业。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把大货车拖离了事故现场，路

面货物清理干净，道路恢复了畅通，而此时他早已汗流浃背，饥肠辘辘。 

去年秋天，天降暴雨，监控中心突然来电，报知边坡坍塌造成排水沟堵塞，

致使路面积水。他深知路面积水导致车辆打滑的危险性，立即带领养护施工队赶

往事发地点。当他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行车道积水已超过 15cm，他二话不说

第一个跳进泥汤中清理排水沟，一直冒雨奋战了数个小时，才把积水全部排出。

望着已恢复正常行驶的车辆，老牛最后一个拖着疲惫的身躯悄然离开。 

有人曾问老牛，“事故发生的时候，你为什么老冲在前面，你不傻？”老牛

憨笑着说：“我是一名党员，党员就要冲在最前面。再者，我是一名养护人员，

路上有事故我就有责任。” 

点评：爱岗敬业是职业道德的起码要求。其实，很多养路工都是如此，每天

与大山为邻、与滚滚的车流、随机的人流和河流为伴，他可能姓王、也可能姓李，

也可能姓刘，正是有着千千万万像老牛这样的“傻气”养护人，才保障了高速公

路的安全畅通、和谐。 


